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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山巔海涯遍灑愛

文／李惠伶

臺灣人醫團隊分為北區、中區、雲嘉

南區、高屏區、東區，五個區域運作，

今天將為年會學員分享，各區如何將醫

療之愛遍灑寶島。

北區  偏鄉醫療  照護異鄉人

北區人醫幹事邱鴻基醫師首先分享

北區人醫會第三隊負責瑞芳、雙溪的義

診。單月分於雙溪地區進行義診，雙月

分於瑞芳地區進行義診。臺北慈濟醫院

醫護人員是人醫的堅強後盾。除了社區

義診之外，人醫三隊還負責三重、新莊、

蘆洲、信義等靜思堂園區所有培訓及海

外營隊的醫護站，為學員的健康把關。

亦配合訪視志工，針對有需要個案分線

往診。發現須轉診個案，人醫會和當地

志工就協助安排轉診與治療。例如，北

區人醫會及臺北慈濟醫院趙院長率領著

四十幾位醫護同仁，以及基隆信義、安

樂、仁愛、瑞芳的師兄師姊，合力完成

六月二十二日在瑞芳國小活動中心的大

型義診。本次義診讓國小的活動中心，

瞬間變成一間五臟俱全的臨時醫院。另

外瑞芳區公所大力協助宣導里民來參與

義診，瑞芳衛生所幫忙做四癌篩檢，當

日看診超過三百位民眾。義診的當天，

並安排活動，讓小朋友為母親來浴足，

感謝母親養育之恩。

北區人醫會第三隊明年的目標則是要

守護瑞芳工業區的上千位外籍勞工的健

康。

中區紀邦杰醫師（左一）、陳文德醫師（右一）、張東祥醫師（右二）、中區護理師召集人蘇瑋苓（左

二）分享義診服務成果。攝影／陳基雄

《 人醫紀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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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廣招菩薩  關懷犯罪受害人

紀邦杰醫師、陳文德醫師、張東祥

醫師、中區護理師召集人蘇瑋苓，分享

中區人醫會與臺中慈濟醫院共同為中區

義診醫療的足跡。中區人醫會接引了醫

師、護理師、技術人員與後勤志工共

一千七百七十五位。

苗栗縣卓蘭的坪林公所，苗栗縣南庄

的東河國小、苗栗與臺中的創世基金會、

臺中新社中和、南投啟智教養院、南投

內政部移民署、彰化、臺中人安街友，

都是每月固定義診的場所。此外，也為

梨山地區居民提供完整醫療服務，包含

西醫內、外科，中醫內、婦、兒、針、

傷科醫師。臺中慈院的中醫巡迴醫療服

務也到梨山定點駐診兩天，獲熱烈迴響，

共有上百人接受診療。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中分會也是中

區人醫會長期關懷的團體，有四百多位

因犯罪被害重傷癱瘓的被害人。人醫會

成員會前往案家提供到宅義診，減輕他

們就醫的不便。臺中慈院簡守信院長也

常撥空參與關懷，其中一位莊小姐是在

十四年前遭槍擊流彈波及而致癱瘓。簡

院長建議莊媽媽可讓女兒常看大愛臺，

讓她接受正向刺激。愛的漣漪擴大，大

臺中醫師公會、全國醫師聯合會今年也

加入行列。

雲嘉南區  全科義診  特殊牙科

雲嘉南區人醫會後勤志工陳進村師兄

分享，每月舉辦一次綜合義診，地點都

選在街友較集中的市區人安救援站，內

容包含健康檢查、創傷敷藥、西醫診療、

中醫針灸、中、西藥調劑、免費給藥、

牙科診療，目前每次義診吸引約八十到

一百人，最多達一百二十人，屬全科義

診服務。並於臺南市南化區關山村舉辦

綜合義診，為交通較困難的居民，大部

東區人醫會由花蓮慈院許文林副院長代表分享，

他首先歡迎海外人醫成員回到心靈的故鄉。攝

影／陳基雄

二〇一四國際慈濟人醫年會學員分享如何將愛

遍灑在寶島，來自馬來西亞的學員何國煌醫師

用心記錄。攝影／簡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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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老人與幼童服務。老人們因長期務

農，筋骨關節疼痛問題多，小孩則著重

牙齒衛教與治療，並有義剪及中、西醫

復健。目前每次吸引約三到六十人接受

服務。另外，特殊形式的義診則是每月

二次，對象是臺南市境內十家收容身心

障礙人士的教養院。因身心障礙者，無

法親自清理牙齒，所以舉凡口腔檢查、

診療前諮商、躁動病友的拘束、補牙、

洗牙、拔牙與刷牙衛教，都需要大量志

工協助。教養院的牙科衛教義診，多達

十七所。每次提供約三十到八十人次的

牙科診療。

高屏區  早期失智症篩檢

高屏區洪宏典醫師分享，高雄人醫會

推動早期失智症篩檢的緣起，主要是大

林醫院許秋田心理師的提醒，以及神經

內科的協助。早期失智症的篩檢問卷從

二○一三年三月開始進行，。

目前的篩檢對象以環保志工為主，希

望盡量發現早期個案，協助就醫。對異

常個案也會持續關懷及追蹤。若有需要，

則轉介大林慈院。

葉添浩醫師感恩醫護團隊在高雄氣爆

的隔天，全臺灣可說是全體動員，在將

近一個月的時間裡，志工、慈濟六院、

各地人醫團隊，共同為高雄受災的鄉親

付出。

東區  藍天白雲 「愛的所在」

宜蘭、花蓮、臺東縣都是東區人醫會

關懷的範圍，兼任東區人醫會召集人的

花蓮慈院許文林副院長上臺分享近年的

服務成果。許副院長以一次天災之後的

行動為例來跟大家分享。去年中秋過後

的天兔颱風造成南部與東南部地區受災

嚴重，臺東知本（溫泉村）就是其中之

一。經過臺東地區慈善與急難訪視的志

工評估及實際訪視，決定將義診地點調

整至受災較為嚴重的知本，並進行兩天

一夜、兩場次的義診關懷活動，而主要

的人醫會志工要從花蓮出發。

東部山線景色美麗，絲毫看不出前幾

日才遭遇過風災的吹襲。經過三個多小

時的車程後，抵達義診現場天色已經昏

暗，但已有多位當地民眾於現場等候看

診，團隊立刻以最快速度將掛號、檢傷、

分科及義診藥局開設起來提供服務。耐

心地聽鄉親訴說眼睛不適的狀況，當然

也聽鄉親訴說大水來時的驚恐心情……

義診的藥局除了專業的藥劑調配之外，

還有提供簡易衛教與用藥的說明。人醫

會成員中，有夫妻檔藥劑師，也有人邀

父母親一起來幫助受災人。

高屏區洪宏典醫師（左）分享推動早期失智症篩

檢的過程，右為葉添浩醫師。攝影／簡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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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九十歲的春英阿嬤，這次家裡受

災較輕微，但是山上種植的農作物卻全

部被土石流淹沒。看到慈濟人來，她很

開心，這次幫阿嬤檢查出有白內障，她

一直握著大家的手說謝謝。許副院長說：

「其實，看到阿嬤平安健康，我們才更

應該要說感恩啊。」

來自大陸福州的官秀鳳聽著臺灣各區

人醫會的報告，認真作筆記，她也分享

在福州的付出。她說，「我們在福州的

醫師與志工每周六都會到個案家，為案

家做衛生與洗澡，每次都有四或五位一

齊來參與。」來自大陸成都的明霞，是

一家醫院及附設護理院的院長，她一直

以來自認很有愛心，聽了臺灣慈濟師兄

的分享，才知道做得太少了，要更加努

力的學習。 

馬來西亞
成就心靈避風港

文／簡文娜、許竹宜

「除了難民義診、低收入家庭關懷

外，也推行醫療社區化及素食推廣，包

括體重管理、社區志工健檢、醫療諮

詢、健康飲食計畫等。」此外，馬來西

亞人醫會也透過「病友互助會」，關懷

中風與癌症病友，提供復健指導。馬來

西亞雪隆分會陳成亨師兄說：「其實癌

症病友互助會，對於這些剛剛知道自己

病情的人幫助是非常大的，讓癌友有互

動，分享彼此的經驗，對於消除心中焦

慮有很大的作用。」

原本總是戴口罩的患者，在醫護志工

們的陪伴及開導下，已經可以開朗面對

人群。胡蕙潔師姊說：「藉由互助會，

能夠給予 ( 癌友 ) 正的能量，也希望影

響更多人。」

花蓮靜思堂四百八十位人醫成員齊聚講經堂，聆

聽馬來西亞人醫紀實分享。本頁攝影／陳正忠

馬來西亞志工陳成亨（左）、胡蕙潔（右）透過

「病友互助會」協助癌症病友。攝影／陳正忠

《 人醫紀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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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榮三醫師及蘇慧楓和張美玲，則是

分享「法入心法入行」。洗腎中心的張

美玲描述，一開始抗拒「薰法香」，

用了很多藉口，像是聽不懂華語與臺

語、無法久坐等等，但聽到上人為了

弟子慧命的成長，那麼辛苦整理文字，

才下決心踏出艱困的第一步。第一次

去薰法香時，偏偏就只聽懂：「你不

要以為你什麼都懂，其實你什麼都不

懂。」回家後因為不斷想這二句話，

還導致當晚失眠。第二次去，一直聽

到上人說「嗨待」，回家後問了先生，

才知道臺語「嗨待」就是「懈怠」不

精進的意思。她反應甚快藉機邀先生

一起去薰法香。現在張美玲已經可以

安坐一小時，脾氣也改了，她祝福自

己要緊跟著上人腳步，增長慧命。

來自美國人醫團隊的沈卉，聽到薰

法香的分享，很懺悔：「他們連臺語

聽不懂都可以，那我這種懂得的，又

這麼懈怠，我期許自己更精進，一定

要去薰法香。」

來自美國的沈卉期許自己更精進，一定要去薰

法香。攝影／陳正忠

新加坡學員梁麗婷聽完馬來西亞的分享，下定

決心要加入薰法香行列。攝影／徐金生

左起：蘇慧楓、魏榮三、張美玲，

分享薰法香的收獲。攝影／潘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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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走到苦難人面前

文／劉秀雅

「那些人如果沒有辦法走出來，我

們就要走進去。」上人的慈示，菲律

賓楊偉順謹記在心。楊偉順師兄分享

菲律賓人醫會的開端：「自一九九八

年慈濟在三寶顏義診開始，就沒有回

頭的餘地，因為那裡有太多的苦難人。

雖然義診是免費的，但我們全力以

赴。」

因政治問題導致戰火不斷的三寶顏，

人民擺脫不了貧窮，慈濟人醫用愛付

出。影片中的柯賢智醫師分享：「每

次幫病人開完刀，病人醒來時的笑容

最美。」一分慈濟人醫的使命感，克

服重重困難，即便開刀中忽然停電，

也停止不了救人的心。

馬來西亞的牙醫黃敏琦（中）曾坐了七個小時

的紅泥路到沙勞越參加義診，對苦難人走不出

來的事實特別有感觸。攝影／陳榮豐

菲律賓人醫會楊偉順分享。攝影／陳榮照

來自上海的羅惠文（中），聽完美國與菲律賓人醫會分享，期許

發展當地人醫會特色，以招募更多人一起付出。攝影／陳榮豐

《 人醫紀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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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感受到愛，病人將手心向上求

人的習慣翻轉為手心向下，開始助人，

形成愛的循環。病患瑞可因抽菸導致

動脈血管硬化而雙腳截肢，他的女兒

從十三歲就外出打工，瑞可在楊偉順

的鼓勵下，學做義肢改善經濟，當遇

到遠道來做義肢、或貧窮的病患時就

會特別關心。

來自馬來西亞的黃敏琦從事牙醫，

曾經坐了七個鐘頭的紅泥路到沙勞越

參與義診，對於楊偉順分享到三寶顏

的義診特別有感觸：「他們真的出不

來，真的很需要我們，看到其他區域

的人醫會分享，更看重自己的責任與

使命。參加人醫會以前，覺得牙科很

不重要，現在了解自己的重要，可以

去救苦。」

「美國跟菲律賓的人醫會都有很久

的歷史，已具規模，有系統化；而我

們屬創業時期，讓我感覺人醫會的發

展要有個性化，所以要在大陸發展，

需要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廣招更多人

一起付出。」來自上海的羅惠文深自

期許。

美國人醫會分享這一年來的醫療服務成果，左起：葛濟捨、溫俊強、此屆年會學員長鄧博仁。攝影／陳榮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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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全科醫院將成立

文／何麗華

  印尼人醫會務由譚祥華擔任翻譯，

由義診籌備處醫師及人醫會秘書長簡

報。二○一三年舉辦八次大型義診，

地點遍及巴淡島、巴東、萬丹省等；

小型義診四十次，此外也精簡報告印

尼人醫會於精進日和開齋節的活動事

宜。

「哇！」看到宏偉的印尼慈濟醫院

設計圖，各國學員十分羨慕，預計於

二○一九年啟用，科別：婦兒科、中

風治療、癌症治療、骨髓移植、心蓮

病房等。印尼人醫會自二○一二年成

立以來，成員年年增加。譚祥華補充，

印尼大愛臺的成立，對人醫會的發展

也有很大幫助。

南非
步步踏實

文／何麗華

吳俊諺醫師報告二○一四年南非醫

療團隊現況。他說，南非是先進國家

與第三世界的融合體；二成人口在私

人醫療機構，八成人口在公家醫療機

構就醫。公民看病雖然免費，但地緣

遼闊，沒有交通費去就醫。

南非常見的醫療狀況，長時間排隊

等待，知識不足，以致不了解自己的

病情，還有相信偏方而拒絕吃藥，罹

患愛滋病、肺結核病的人數眾多。

南非人醫會的主要目標是：加強健

康教育、認識病痛；提供基本看診或

轉診建議，還有復健及看護服務等。

此外，募當地人的愛心奉獻，也是人

間菩薩招生的一環。

譚祥華師兄 ( 左二 ) 。

攝影／陳榮豐

《 人醫紀實 》 《 人醫紀實 》

攝影／潘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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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感恩 尊重 愛
2014 國際慈濟人醫年會

新加坡
飲法水滋福田

文／何麗華

新加坡人醫會以生動有趣的行動劇，

呈現徐振興醫師如何克服困難薰法香，

而後對病人的態度有極大的轉變，工作

也愈來愈順遂。寫實的劇情，豐富的肢

體語言表達，獲得滿堂彩。

周一平則分享為了推動晨鐘起薰法

香，讓不懂臺語的志工聽懂上人的法，

利用等車、坐公車等空檔，將晨語開示

翻譯成英文，廣傳善法結緣。其勇猛精

進的精神，感動許多人。

林麗芳醫師說明新加坡人醫會的居

家往診服務，除了與政府合作醫療往

診，並與仁慈醫院合作，提供牙科及中

醫的往診，只希望案主可以減輕痛苦，

更可以保持健康的心靈。

《 人醫紀實 》

新加坡人醫團隊分享。

攝影／潘常光

攝影／施教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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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陳榮照

攝影／陳基雄攝影／徐金生

攝影／簡宏正

感恩臺灣中區與花蓮志工團隊護持 2014 國際慈濟人醫年會順利圓滿


